
livi PayLater Mastercard®


指定商戶獨家優惠
以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 於以下指定商戶進

行分期消費可享更多獨家獎賞及優惠!

電子科技

指定商戶 額外獎賞及優惠

ahaa
門市及 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
 單次合資格購物滿3,000 HKD或以

上，可享200 HKD現金回贈 1 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電器幫 ElecBoy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
 單次購物滿2,000 HKD或以上，可

享150 HKD現金回贈 1 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豐澤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
 單次購物滿2,500 HKD或以上，可

享200 HKD現金回贈 1 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J SELECT
門市及 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


       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WCSL
官方網站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


        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友和YOHO
門市及 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
 單次購物滿3,000 HKD或以上，可

享200 HKD現金回贈1 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家居生活

指定商戶 獎賞及優惠

NEW

at.home
門市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2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BBE
門市及官方網上商
店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
 於商戶單筆消費達8,000 HKD 

或以上可享額外500 HKD現金 
回贈 1 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NEW

BUILT-IN PRO
門市及官方網上商
店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
 單次網上購物滿5,000 HKD或以

上，可享300 HKD現金回贈1 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HOW Furniture
門市及 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IKEA
門市及 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RentSmart
官方網上商店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
 用�livi�邀请碼「livi100」登記

RentSmart並單筆消費滿港幣
5,000 HKD更可享100 HKD租金
回贈3 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時尚品味

指定商戶 獎賞及優惠

周生生
官方網站
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
 單次網上購物滿5,000 HKD或以

上，可享500 HKD現金回贈1   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Hannah
門市及官方網上商
店
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I.T
門市及官方網上商
店
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
 單次網上購物滿3,000 HKD或以

上，可享200 HKD現金回贈1

         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Nike
官方網站
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於Nike香港官方網站及/或APP 合

資格購買指定減價貨品滿500 
HKD或以上，輸入優惠碼
「LIVI150OFF」可享150 HKD即
時折扣1 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StockX
官方網站及App
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ZALORA
官方網站及App
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合資格購物滿399 HKD或以上，

輸入優惠碼「LIVI2023」可享
15%即時折扣4 
即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

個人護理

指定商戶 獎賞及優惠

指定美容及養生
商戶
門市及

官方網上商店


 8% 現金回

 高達12個月免息分期
 於指定商戶消費達8,000 HKD或以

上可享額外500 HKD現金回贈1 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旅行消閒

指定商戶 獎賞及優惠

Agoda
指定頁面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經 付款可享7%折扣1 指定連結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Expedia
指定頁面
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經 並使用優惠碼

「MASTER10」可享額外10%折
扣優惠及1000 Expedia Rewards 
積分5,6 

指定連結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Hotels.com
指定頁面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經 並使用優惠碼

「MCYR10」可享額外10%折扣優
惠1 

指定連結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KKday
官方網站及APP
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 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Klook
官方網站及APP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預訂酒店並使用「KLOOK5LIVI」

付款可享額外5%折扣優惠 7 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富豪酒店
官方網站
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
 於富豪酒店官方網站預訂指定客

房，輸入「LIVI6OFF」即享額外
94折1 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Texpert 專業旅
運
官方網站及門市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
 額外5%現金回贈 1,8 
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Trip.com
官方網站官方網站
及App


 8% 現金回
 3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發現更多

指定商戶 獎賞及優惠

Automate
官方App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NEW

My Day
特色婚宴場地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 

即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

麗豪酒店
｢悅子 • 悅美｣ 囍
月計劃

 8% 現金回
 6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

SHOPLINE
SHOPLINE 開店平
台

 8% 現金回
 12個月免息分期  

即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

受條款及細則約束


有關指定商戶的額外獎賞及優惠，亦受個別條款及細
則約束。詳情請參閱以上連結及 / 或以下備注。



livi PayLater 為信貸產品。



在個別情況下，客戶或需要支付利息及其他收費。請
於 livi 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參閱 livi PayLater 產品
資料概要、有關條款及細則及相關備註。



借定唔借？還得到先好借！

1 本獎賞的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商戶對指定貨品有排他及絕對的酌情權，詳情請向商戶查
詢。

2 livi PayLater Mastercard簽賬並不適用於at.home禮券、寄
賣貨品及指定貨品。如有任何爭議，瑞典歐化(遠東)有限公
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3 本獎賞的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100 HKD RentSmart 租金回贈將於成功登記後即時存入持
卡人之RentSmart賬戶內，幷適用于以livi Paylater 
Mastercard支付5,000 HKD或以上之租金。用戶須于登記
RentSmart賬戶時輸入指定邀請碼，方可享推廣優惠。如登
記時沒有輸入邀請碼將無法再次領取優惠，恕不補發。

4 額外15%即時折扣由 ZALORA 提供，合資格購物將自動獲
得即時折扣。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指定交易滿399 
HKD或以上可獲最多150 HKD即時折扣。部份品牌及商品不
包括在內。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5 每單消費最高可享400 HKD折扣。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商戶對指定貨品有排他及絕對的酌情權，詳情請向商戶查
詢。

6 合資格人士於推廣期在 expedia.com.hk 將其 Mastercard 
儲存為付款方式後完成首次預訂，其於 expedia.com.hk 的 
Expedia Rewards 帳戶將可獲得 1,000 Expedia Rewards 
積分 (「推廣積分」)。推廣積分將於 Mastercard 資料儲存
於會員帳戶而有關首次預訂的付款獲處理後 12-16 個星期內
存入帳戶，期間不得將 Mastercard 資料刪除。同時 
Mastercard 於 Expedia Rewards 積分存入會員帳戶時必須
仍然有效且未遭取消或停用。

7 本獎賞的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商戶對指定貨品有排他及絕
對的酌情權，詳情請向商戶查詢。每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
內每單交易可享最高80 HKD折扣。

8 每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每單交易可享最高100 HKD現金
回贈，及每個月最高可享優惠3次。額外5%現金回贈將於下
個曆月內存入合資格客戶的 liviSave 戶口。

https://ahaashop.com.hk/
https://www.elecboy.com.hk/
https://www.fortress.com.hk/
https://www.jselect.com/
https://www.wcslmall.com/
https://www1.yohohongkong.com/promotion/1009-livi-Bank-%E9%96%8B%E6%88%B6%E5%8D%B3%E8%B3%9E%24120%E5%8F%8B%E5%92%8CYOHO%E9%9B%BB%E5%AD%90%E7%8F%BE%E9%87%91%E5%88%B8
https://www.athome.com.hk/zh-hant/
https://hkele.com.hk/
https://www.builtinpro.hk/
http://how-furniture.com
https://www.ikea.com.hk/zh
https://rentsmart.com.hk/
http://chowsangsang.com/tc/home
http://www.hannah.hk
https://hk.iteshop.com/
https://www.nike.com.hk/?locale=zh-hk&intpromo=language1001
https://stockx.com/
https://zh.zalora.com.hk/?setLang=zh
https://www.livibank.com/dam/pdf/offers/GP-Beauty-Salon/GP_Beauty_merchantlist_TC.pdf
https://www.livibank.com/dam/pdf/offers/GP-Beauty-Salon/GP_Beauty_merchantlist_TC.pdf
https://www.agoda.com/zh-hk/livibank
https://www.agoda.com/zh-hk/livibank
https://www.expedia.com.hk/lp/b/pmexphk-mastercard?langid=3076&mdpcid=HK.DIRECT.MASTERCARD.ECOUPON.HOTEL&siteid=100224
https://www.expedia.com.hk/lp/b/pmexphk-mastercard?langid=3076&mdpcid=HK.DIRECT.MASTERCARD.ECOUPON.HOTEL&siteid=100224
https://hotels.com/savemastercard
https://hotels.com/savemastercard
https://www.kkday.com/zh-hk
https://www.klook.com/zh-HK/
https://www.regalhotel.com/regal-hotels-international/tc/home/home.html
https://www.texpert.com/tw/promotion/livibank
https://www.texpert.com/tw/promotion/livibank
https://hk.trip.com/?Allianceid=3771428&SID=19996064&ouid
https://www.automate-app.com/
https://www.myseasons.com.hk/my-day
https://www.regalhotel.com/regal-riverside-hotel/Postpartum-Glow-Stay/tc/info.html
https://shopline.hk/
https://www.livibank.com/pdf/offers/livi-PayLater-Designated-Merchants/Combined_TnC_TC.pdf

